
 

 

 

 

 

 

 

 

  

 

 

歡 迎 首 次 參 與 崇 拜 的 來 賓  30/1/2022 
 

本 週 讀 經  利未記八章  至  民數記二章  

聖 經 機 編 號  9 8 - 1 1 9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 潘就全) 
鑑定長老：何桂榮，陳禮昌 
傳道：樊景文、黃寶玲 
幹事：陳家恩 

仍得着救恩之樂                           樊景文長老 

「神啊，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不要
丟棄我，使我離開祢的面；不要從我收回祢的聖靈。求祢使我仍
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詩篇 51:10-12) 

詩篇第 50 篇主旨是招聚以色列民召開大會，藉着向神認罪，與
神再重新立約，第 51 篇也是重新立約的詩篇，是個人以至整個
國家都認罪，重新與神建立關係，必須認罪才能進入復興。我們
理應渴望復興，是先透過向神認罪，檢視我們生命及生活的狀況，
尤其是在我們靈裏面的光景。  

詩篇第 51 篇開始時，詩人認識到神是慈愛的主，同時認知人有
罪，故此，聖潔的神若願意，人需要悔改才得着赦罪的恩典，與
神恢復和好的關係，因為罪是阻隔神與人溝通的原兇。上列經文
就是稱為「復興的禱文」(詩 51:10-12) ，以呼求神作起點，這
行徑也承認我們本是「有靈的活人」，上帝不單是創天造地的主，
祂更俯就卑微的罪人，等候我們回轉與祂傾訴。 

親愛的弟兄姊妹，冬去春來，年復年，日復日，我們仍有機會對
準神，立志與神有突破的關係，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親近祂，
在這幻變的世代中，按着祂的慈愛施恩憐憫我們，因我們都是罪
人，懇求聖靈引導，存正直敬畏的心，常知罪、認罪，在祂的恩
典中生活。那管我們身處何方，隨時都可藉我賜恩福，使他人得
着救恩之樂。 

堂址：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青菱徑入口) 電話：2459 3222 

本堂網頁 http://www.tmpec.org，電郵 tum@hkpec.org，主網頁 http://www.hkpec.org/ 



 
疫情下特別安排［事奉人員禱告會 9:15〕  

Zoom 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 10 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擘餅 9:30-9:50〕；〔主日崇拜 10:15 開始〕  

職事  (30/1)事奉人員  (6/2)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神愛我們的心」  

陳禮昌  

「死性得改」  

楊建君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 /領詩  黃寶玲  黃寶玲  

當值 /報告  黃寶玲  樊景文  

兒童崇拜  Zoom 劉國泰、黃嘉莉  Zoom 陳恩浩、劉穎同  

幼兒崇拜  暫停  暫停  

〔主日福音聚會暫停〕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朗屏基信會基立堂負責講道聚會。 

2.〔月禱會〕 請弟兄姊妹留步一同為教會、社會、肢體禱告 。 

3.〔聚會及抗疫措施〕本堂暫停實體聚會至本年2月3日。各聚會將以Zoom

視像形式進行。幼兒崇拜及主日福音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詳情

留意教會網頁更新通告http://www.tmpec.org/index.html 

4.〔長執會議〕今日下午2:00舉行，請各長執依時出席，請弟兄姊妹為長執及

會議商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 

5.〔2021全年讀經奬勵計劃〕一年終結弟兄姊妹年初立志讀經，今日公佈

得獎名單。 

6.〔肢體交通聚會〕2月6日「學習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將單以ZOOM形

式進行，弟兄姊妹主日崇拜後，可繼續留在ZOOM中一同參與，介時

將有分享、分組及禱告。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www.tmpec.org/index.html


 

 

 

 

 

 

 

 

 

 

 

 

 

 

 

 

 

 

 

 

 

 

 

 

 

 

 

 

 

 

 

 

 

 

〔Zoom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為神國、神家、肢體的需要代求 

《祈求主藉著禱告會，引領更多弟兄姊妹到主面前，同心合意為 

自己的靈命及教會復興禱告，經歷神在教會中大大的賜福。》 

日期  負責人  祈禱會主題  代禱肢體  

2/2 黃寶玲  福音與差傳  -- 

9/2 楊建君  擘餅崇拜生活  樊景文、羅志芳  

(一)祈禱會主題：本堂長執、同工    日期：26/1      出席：22 人 

詩歌：【我要用你】《平安詩集 491》 

經文：提摩太前書 2：5-7、3：8-13 (新譯本) 

(二)祈禱重點： 

1. 傳道們滿有神的話語，能夠按時分糧給弟兄姊妹，讓肢體們靈裏成長；疫

情下無阻傳福音 

2. 長執、傳道及同工們能活出得勝的屬靈生命，同心處理教會大小事務及防

疫安排； 

3. 長執、傳道及同工們的身、心、靈都蒙主保守，有健康的體魄事奉，榮神

益人。 

(三)為疫情禱告主 

1. 求神保守弟兄姊妹在疫情期間，身、心、靈都平安，勤讀聖經，以信心靠

主，不陷入世俗的擔憂和懼怕！ 

2. 求主掌管香港的處境與未來，憐憫正受困苦的人，願教會成為主的和平使

者，在黑暗的世代作鹽作光，引領世人早日歸主。 

3. 病毒的傳播情況嚴峻，求主使政府有智慧制定合宜政策，體察民情，令疫

情早日受控！ 

4. 懇求主帶領世界各國守望相助，放下私利，同心合力遏止病毒迅速擴散，

使更多生命得以保存。 



 

Zoom 團契聚會  

12/2 (六) 09:30 早 摩西團－長者 亞伯拉罕的一生  

5/2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共渡新歲  

5/2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弟兄姊妹日  

5/2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團團年拜  

6/2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肢體交通聚會 

下午團拜 

 

 

 

 
  
奉獻記錄(2022 年 1 月 23 日)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 一 奉 獻 / 常 費  感 恩  宣 教  愛 心 代 轉  

48991 600 49502 2500 49314 250000 49515 300 49691 3000 

49317 1850 49690 2000 49316 200 白封 100     

49501 1000 白封 3680 49515 1200         

        49523 1000 
奉獻總額 268,430.00 

        49690 1000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郵寄地址：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 UG/F, Look Yuen, 6 Tsing Pak Path, 
Tuen Mun, N.T.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教會同工。) 

財政簡報 2021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 75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64,567.00   收入 $0.00  
支出           $155,008.42   支出 $500.00  

本月結存 $9,558.58    本月不敷 ($50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0,819.30  

小太陽事工 $5,972.00       

愛心代轉 $1,0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9 月    

奉獻封數 : 55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64,140.00   收入 $1,000.00  
支出           $155,416.96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8,723.04   本月結存 $1,00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1,319.30  

小太陽事工 $3,988.00     

愛心代轉 $500.00     

 

1 月當值 

肖華姊妹 

2022 年 1-4 月 閱讀奬勵計劃【再熾喜閱】 

現已開始，留意館內宣傳。 

 


